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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中市豐潭雅神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潭子、大雅、神岡及

部分豐原地區）（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變更臺中市豐原地區都市

計畫細部計畫（原豐原交流道特定區範圍）（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變更臺中市潭子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變

更臺中市大雅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變更

臺中市神岡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豐原區)紀錄 

壹、說明會時間：111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貳、說明會地點：豐原區公所 4 樓第 3 會議室 

參、會議主席：本府都市發展局朱副總工程司文彬    記錄：張聰偉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說明及簡報（略） 

陸、發言紀要： 

一、地方民眾意見（依發言順序） 

（一）目前地區產業用地使用需求眾多，在農業區中也分布許多興

建廠房，但政府規劃用地速度無法因應市場需求，在這次檢

討中應有相關產業用地規劃內容。 

（二）捷運北屯捷運機廠北側農業區，東西向的道路規劃應該要直

接連接至機廠，並增加道路寬度。 

（三）捷運北屯捷運機廠北側農業區位於鐵路以東之土地，政府應

配合新增道路辦理整體開發，或開放給民眾自行辦理市地重

劃，以減少地主損失，並讓地主有彈性可以選擇開發方式，

以此方案提送至內政部審議，才能提升開發機會及可能性，

也加速都市計畫變更。 

（四）現行北屯捷運機廠內規劃 28 公尺敦富路道路設計不良，南

興北一路、北二路、北三路都是 25 公尺、從松竹路到南興

七街也是 25 公尺，過了 COSTCO 才變 28 公尺，造成交通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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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運行安全疑慮，建議本次延伸規劃道路應增加寬度或於後

續道路設計時，謹慎考量其車道配置及銜接動線。  

（五）變 36 案（潭雅神自行車道）變更內容只有調整分區名稱或

是會針對自行車道上的私有土地進行徵收?而原先屬禁建區

域卻被公家機關破壞，往我的土地上建告示牌，我可以怎麼

做?  

（六）之前地區周邊道路開闢徵收費用過低，如後續道路開闢採取

一般徵收方式辦理，應有合理價格。 

二、綜合回應 

（一）目前市府刻於神岡都市計畫旁辦理擴大都市計畫暨產業園區

開發案件，未來開發後可提供大面積之產業用地，另外配合

中央政策，有關未登記工廠可依規定申請辦理就地合法的程

序。本次通盤檢討考量地區未登工廠群聚及交通區位條件

等，透過先行指認農業區可供轉型變更為產業使用範圍，未

來亦可讓民眾依原則及回饋規定辦理申請，以提供所需開發

之產業發展用地。 

（二）本次規劃北屯捷運機廠北側地區各項重要聯外道路，涉及私

有地部分初步規劃採一般徵收方式來取得土地並開闢道

路。有關是否改採整體開發方式擴大辦理，將配合民眾意見

納入後續都市計畫委員會進行審議。 

（三）本次通盤檢討考量周邊的發展具交通急迫性，針對南興北三

路往西銜接中山路劃設 25 公尺寬計畫道路、南興路往北銜

接復興路劃設 20 公尺寬計畫道路、敦富路往北直接銜接福

貴路劃設 28 公尺寬計畫道路等，為順接原先北屯捷運機廠

已規劃之道路優先納入變更，有關相關道路規劃內容及意

見，配合後續審查將再邀集包括交通局及建設局進行確認。 

（四）本次檢討潭雅神自行車道用地僅調整公共設施用地名稱統

一，未調整其用地範圍，並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增列可

做 300平方公尺之小型飲食店、觀光服務設施，以及自行車

道兩旁的土地若要建築時，需退縮 5公尺，可做為後續申請

建照之法定空地使用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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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現行有關一般徵收依法令規定將由需地機關先行辦理協議價

購，如因協議價購不成則均需依市價補償，有關市價之估算

則由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民眾若有意見可

反映並列席說明，以維護民眾權益，後續相關意見將轉請主

管機關納入參考。 

（六）本次通盤檢討公開展覽期間為 111 年 2 月 7 日起 30 日，若

有任何意見皆可將意見以書面方式提供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綜合企劃科)，如需要列席都委會也再請勾選，以利彙

整研析並納入通盤檢討後續審查程序辦理。 

柒、散會：中午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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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會議照片 

  
會議簽到 主持人致詞 

  
規劃單位簡報 民眾出席情形 

  
意見表達 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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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中市豐潭雅神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潭子、大雅、神岡及

部分豐原地區）（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變更臺中市豐原地區都市

計畫細部計畫（原豐原交流道特定區範圍）（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變更臺中市潭子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變

更臺中市大雅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變更

臺中市神岡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潭子區)紀錄 

壹、說明會時間：111 年 2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貳、說明會地點：潭子區公所 6 樓禮堂 

參、會議主席：本府都市發展局朱副總工程司文彬  記錄：張聰偉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說明及簡報（略） 

陸、發言紀要： 

一、地方民眾意見（依發言順序） 

（一）主計變 20 案（北屯捷運機廠北側農業區聯外道路），建請道

路開闢儘量不要影響建築物，且路線規劃應考量地籍分佈情

形劃設。 

（二）主計變 20 案，地區現況地勢有高低差，日後道路興建後，

請注意相關排水系統。 

（三）主計變 20 案，沿著水溝(北屯支線)現有一條道路供民眾出

路，未來規劃道路時，請將現有道路與南興北三路銜接。 

（四）潭子區大新段 752 地號（位於環中東路南側農業區），農建

地與農地於本次計畫中是否會變更為建地？ 

（五）高架鐵路東側計畫道路已經劃設 30 年，一直未辦理徵收，

且通盤檢討亦未有相關檢討，請說明明確徵收計畫或檢討內

容。 

（六）主計變 20 案，建議應配合新增道路以整體開發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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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北屯區與潭子都市計畫內容應有連接性。 

（八）車站周邊劃設 500 公尺轉型，涉及現有土地被一分為二，部

分未納入轉型區域，應如何處理？ 

（九）主計變 20 案，位於南興北三路及敦富路口，先前因北屯機

廠道路開闢，已改變大門路口位置，本次規劃道路後，請勿

再將大門位置改變，後續工程時也要注意包括電線、自來水

等管線協調，避免對民眾造成困擾。 

（十）潭子區聖宮段 1278 地號私人土地，為既成道路（合作街）

已通行超過 20 幾年，建議應調整為計畫道路及辦理徵收。 

（十一）潭子區潭北段 586 地號，為何劃設為綠地用地？ 

（十二）本人所有土地位於潭子沙灘排球場附近土地，劃設公共設

施用地（機 1）迄今尚未徵收，請儘速檢討。 

（十三）計畫區內有許多公共設施用地，特別是道路用地劃設許久

卻都沒徵收，建議能檢討確認相關需求，無利用計畫之土

地應還地於民。 

（十四）北屯捷運機廠內近年來大樓興建快速，地區交通混亂，尤

其南興北三路及敦富路、COSTCO附近交通更是險象環生，

建議能妥善規劃相關道路，另建議比照農業區轉型為產業

專用區規劃方式，於生活發展轉型區內規劃道路藍圖？ 

二、蕭隆澤議員 

（一）鄰近鐵路之未開闢計畫道路應進行檢討。 

（二）為何縣市合併前，潭子區之人行步道旁蓋建物不用繳交停管

基金，縣市合併後要繳交停管基金？ 

三、賴朝國議員(劉京益主任) 

（一）環中東路與北屯機廠捷運連接部分，動線應有系統性規劃。 

（二）規劃道路時，以減少拆遷建物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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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林國聲區長 

建請確認道路或公設用地使用需求，若沒有需求就應解編，

還地於民。 

五、徐瑄灃議員(劉世維主任) 

現場發言內容請務必填寫書面意見表，以利納入審查。 

六、綜合回應 

（一）有關主計變 20 案，涉及各道路路線規劃及設計內容，將配

合民眾意見納入後續都市計畫委員會進行審查。 

（二）有關現行道路設計不良及後續道路工程開闢建議事項，包括

工程(排水系統、路面高差)及各項維生管線處理協調建議，

將轉請主管機關納入參考。 

（三）涉及計畫道路後續徵收、開闢期程事宜，請各位民眾將建議

填具書面意見，配合後續草案審議將再邀集包括交通局及建

設局進行確認。 

（四）有關車站周邊 500 公尺 TOD 轉型地區係屬概念範圍，後續

實際規劃範圍將考量地區現況及整體發展情形調整劃設。 

（五）既成道路之檢討，將依循既成道路檢討原則進行之。 

（六）有關未徵收之各項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屬塊狀公共設施(如

公園、機關、市場等……)已納入刻正辦理之公共設施專案通

盤檢討案中處理，其餘公共設施用地將再配合民眾提出之建

議意見，納入後續審議並邀集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其

需求性及處理方式。 

（七）有關農業區轉型生活發展區範圍，將再參考地方需求及變更

道路，規劃道路系統藍圖，作為後續地方發展建設之參考。 

（八）本次通盤檢討公開展覽期間為 111 年 2 月 7 日起 30 日，若

有任何意見皆可將意見以書面方式提供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綜合企劃科)，如需要列席都委會也再請勾選，以利彙

整研析並納入通盤檢討後續審查程序辦理。 

柒、散會：下午 4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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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會議照片 

  
會議簽到 主持人致詞 

  
規劃單位簡報 民眾出席情形 

  
民眾聽取簡報 意見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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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中市豐潭雅神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潭子、大雅、神岡

及部分豐原地區）（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變更臺中市豐原地區都

市計畫細部計畫（原豐原交流道特定區範圍）（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變更臺中市潭子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變

更臺中市大雅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變更

臺中市神岡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神岡區)紀錄 

壹、說明會時間：111 年 2 月 24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貳、說明會地點：神岡區公所 2 樓會議室 

參、會議主席：本府都市發展局林專門委員憲谷   記錄：張聰偉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說明及簡報（略） 

陸、發言紀要： 

一、地方民眾意見（依發言順序） 

潭雅神部分 4 米人行步道路段（順濟段 1131 地號）規劃呈

90 度直角，建議截彎取直。 

二、庄後里里長 

（一）大圳路交通流量不亞於中山路，另圳前路往東銜接浮圳路為

未來神岡產業園區聯外重要道路，但目前兩條道路皆非屬都

市計畫內道路，應納入規劃。 

（二）建議庄後里應納入都市計畫區，以利地區發展。 

三、三角里里長 

（一）民國 99 年辦理神岡第三次通盤檢討時曾討論包括大富路、

中興路拓寬至 20 公尺並延伸至社南地區，以及國道以東、

潭雅神綠園道以北，草案曾規劃為乙種工業區之容許使用申

請地區，經歷縣市合併後卻未有相關進展，應提供給民眾相

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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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呂家頂瓦厝變更案往南銜接三社路，其北側中興路皆非計畫

道路，有關包括大富路、中興路及三社路應積極檢討，以維

護民眾權益。 

四、羅永珍議員 

（一）神岡大圳路銜接民權一街新設道路，請納入本次通盤檢討變

更農業區為道路用地。 

（二）神岡國小活動中心暨地下停車場改建後可滿足地區停車需

求，為促進地方發展及土地有效利用，請檢討周邊公共設施

用地，包括神岡停二用地及廣停二用地，並變更為機關用地

以供地區興建活動中心使用。 

（三）豐原大道以東為住宅區，以西仍為農業區（豐洲路兩側），

請配合檢討變更土地使用分區，以利地方發展。 

（四）神岡中山路 989 巷道路用地請規劃往南延伸至神林路 70 巷，

以通往神林路。 

五、立法委員楊瓊櫻(林主任) 

（一）建請規劃東西向道路，自臺中國際機場銜接至崇德路。 

（二）建議庄後里應納入都市計畫範圍內，以利地區發展。 

六、神岡區區長 

既有道路周邊有廠房及住宅使用，拓寬具困難性，建議除中

山路、大圳路外，應規劃第 3 條東西向道路，舒緩地區交通壅塞

問題。 

七、綜合回應 

（一）依「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第 7 點

規定，因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行政界線調整等需要辦理擴大

都市計畫，且面積在 10 公頃以下者，得逕依都市計畫法定

程序辦理，有關里長建議意見將納入後續都市計畫委員會審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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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行車道周邊人行步道依目前檢討原則應維持原規劃，主要

提供行人通行為目的，其設計型式對使用之影響程度較低，

有關民眾建議意見仍將納入後續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 

（三）有關三社路及中興路之道路拓寬計畫已納入本案中長期路網

規劃，若民眾有地區交通之改善建議，請提供書面資料供規

劃參考，後續俟交通局確認道路路網及建設局籌措財源後，

配合納入本次通盤檢討案變更。 

（四）自行車道以北、三角里範圍內經本次通盤檢討指認，屬未來

可轉型為產業使用之農業區，未來民眾得依原則及回饋規定

辦理申請，以提供所需開發之產業發展用地。 

（五）大圳路銜接民權一街已列入本案中長期路網規劃，有關變更

及開闢期程，後續將與建設局再行確認。另中山路 989 巷都

市計畫道路往南延伸、其他道路新增及改善建議，將配合民

眾建議意見納入後續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六）有關神岡停二用地及廣停二用地變更為機關用地供地區興建

活動中心使用之建議，為避免停車空間減少造成供需失衡，

應同步確認神岡國小地下停車場工程辦理期程規劃，短期亦

可考量以多目標使用方式之規劃使用。 

（七）豐原大道以西農業區範圍屬現行豐原區都市計畫範圍，豐原

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於 109 年已陸續分階段發布

實施，有關變更為住宅區之建議將再提供予豐原都市計畫後

續檢討參考。 

（八）本次通盤檢討公開展覽期間為 111 年 2 月 7 日起 30 日，若

有任何意見皆可將意見以書面方式提供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綜合企劃科)，如需要列席都委會也再請勾選，以利彙

整研析並納入通盤檢討後續審查程序辦理。 

 

柒、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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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會議照片 

  
會議簽到 主持人致詞 

  
規劃單位簡報 民眾出席情形 

  
意見表達 意見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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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臺中市豐潭雅神地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潭子、大雅、神岡及

部分豐原地區）（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變更臺中市豐原地區都市

計畫細部計畫（原豐原交流道特定區範圍）（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變更臺中市潭子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變

更臺中市大雅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變更

臺中市神岡地區都市計畫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大雅區)紀錄 

壹、說明會時間：111 年 2 月 24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貳、說明會地點：大雅區大雅里社區活動中心 1 樓 

參、會議主席：本府都市發展局林專門委員憲谷   記錄：張聰偉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說明及簡報（略） 

陸、發言紀要： 

一、地方民眾意見（依發言順序） 

（一）變 17 案 40M-2 道路彎曲，與中清路、民生路、中山北路，

形成五叉路口，其交通安全將有所疑慮，另本人土地因交通

建設被多次徵收，生活上越來越困難，建議不該開闢此道路。 

（二）變 18 案（40M-3）道路的開闢建議截彎取直，且盡量不要拆

除房屋。 

（三）建議被徵收的補償金金額可以讓地主在大雅區內另行買到等

值的土地或是有相關公有地可供交換。 

（四）中科園區確實有聯外道路的需求嗎？變 17 案形成的五叉路

口對地方居民造成交通安全疑慮，建議從既有聯外道路進行

拓寬，不需要新設聯外道路。 

（五）有關大雅第一公有零售市場改建內容及進度為何？另本人土

地在早期與大雅區公所交換土地卻取回機關用地，後續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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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捐贈 40%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商業區，惟建議現行永興

路 172 巷道路要保留其通行。 

（六）捷運橘線規劃路線為什麼在本次通盤檢討中沒有敘明？ 

（七）建議不需要開闢新的計畫道路，只要讓機車可以順利通行，

就能解決中科園區塞車問題。 

二、文雅里里長 

（一）現在大雅區都市計畫是依之前 60 幾年的都市計畫還是現在

大臺中擬定的都市計畫通盤檢討，這兩個有合併檢討嗎？ 

（二）當初規劃都市計畫時，分區界線原則為何？  

（三）公共設施用地比例多少？公共設施比例應該要符合人口發展

情形，尤其文雅里缺乏公園用地規劃。 

（四）大雅地區的道路都是半環，只銜接到中清路，建議要規劃全

環道路，如永和路及雅潭路串聯。已規劃的道路用地也應該

要依據人口發展逐漸開闢。 

（五）大雅區很多閒置的國有財產署或農田水利署的土地，建議無

償撥用作規劃公共使用，並訂定進度表讓居民知道辦理情

形。 

三、立法委員楊瓊瓔(李秘書) 

（一）建議將評定徵收時間點的土地價格和實際徵收時間點的土地

價格間的落差納入考量。 

（二）規劃內容應與府內其他局處一同檢討，減少人民權益損失。 

四、吳顯森議員(劉秘書) 

變 17 案及變 18案新增 2條 40M道路提供多元方案讓民眾選擇， 

達到效益並減少人民權益損失。 

五、周永鴻議員(張秘書) 

民眾有相關意見表達之需要，可由服務處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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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徐瑄灃議員(黃主任) 

建議之後舉辦相關說明會時，可提早告知舉辦時間。 

七、綜合回應 

（一）大雅都市計畫於 62 年已發布實施，在大臺中整併後，僅將

位於大雅區之部分原高速公路豐原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整併，而本次通盤檢討係針對上述都市計畫整併後之範圍內

檢討，並非重新規劃。 

（二）現行有關一般徵收依法令規定將由需地機關先行辦理協議價

購，如因協議價購不成則均需依市價補償，有關市價之估算

則由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民眾若有意見可

反映並列席說明，以維護民眾權益，後續相關意見將轉請主

管機關納入參考。 

（三）捷運橘線方案尚未經中央確認，故其涉及土地於本次通盤檢

討建議不予納入檢討。 

（四）變 17 案計畫道路係依循 103 年發布實施之中科特定區計畫

規劃之內容，串連至民生路，並以減少拆遷為原則，與既有

道路形成的五叉路口未來可透過號誌管制減少其交通衝

突；變 18 案計畫道路規劃原意係為紓解中清交流道車流，

故規劃至引道，有關路線規劃意見將納入後續都市計畫委員

會一併邀集建設局與交通局進行審議。 

（五）本計畫於規劃期間，相關草案內容已與交通局、建設局及地

政局等相關局處單位研議討論，後續相關都市計畫會議亦邀

集相關單位進行審議。 

（六）有關農田水利署及其他公有土地，配合地區用地需求及民眾

建議意見，將納入研議變更為公共設施用地之可行性。 

（七）本次通盤檢討公開展覽期間為 111 年 2 月 7 日起 30 日，若

有任何意見皆可將意見以書面方式提供臺中市政府都市發

展局(綜合企劃科)，如需要列席都委會也再請勾選，以利彙

整研析並納入通盤檢討後續審查程序辦理。 

柒、散會：下午 3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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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會議照片 

  
會議簽到 主持人致詞 

  
規劃單位簡報 民眾出席情形 

  
意見表達 意見交流 

 

 


